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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动态

关注高招

本报讯（记者 黄珍）6 月 10 日，三亚
市 图 书 馆 展 播 三 亚“ 本 土 非 遗 纪 录
片”——《三亚回族传统婚礼》和《天涯土
陶制作技艺》，在近 1 小时的观赏中，到场
的百余名读者、市民对本土“非遗”文化有
了更为深刻的了解。

在最新录的《三亚回族传统婚礼》中，
摄影镜头对准三亚回民聚居的天涯区回
辉村、回新村，通过对三亚回族起源、其传
统婚礼表现形式、艺术特色、传承特点等
方面的呈现，多角度、全景式展示三亚回
族传统婚礼的文化特性。2009 年，《三亚
回族传统婚礼》入选海南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

《天涯土陶制作技艺》则聚焦海南黎
陶的发源地之一的天涯区布曲村，通过展
现黎陶复杂的制作流程，包括采土、揉团、
泥条盘筑和露天烧制等工序，呈现最古

老、最真实的黎族原始制陶技艺。2006
年，《黎族原始制陶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为抢救、保存和传播本地特色文化资
源，推进三亚文化资源数据库建设。自
2015 年起，市图书馆每年选一个“非遗”项
目进行拍摄，并组织制作团队和“非遗”专
家，深入“非遗”所在地，通过文字、图片、
视频音频等数据资源采集，利用声、光、
影、空间上的多维展现录制视频，为本土
民族民间文化资源开拓新思路。

当天，市图书馆工作人员还为读者普
及三亚本土民俗、曲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及其保护知识。活动旨在通过展示三亚
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引领广大
群众走近“非遗”、感受“非遗”，增强社会
各界自觉承担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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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播本土“非遗”纪录片 呈现民间文化精髓

本报讯（记者 陈人波 周才源）6 月 11
日，记者从省考试局获悉，今年全国共有
1246 所高校在我省招生，本科招生计划与
去年基本持平，但鉴于今年我省考生减少
了约 2700 人，因此，今年本科录取率将比
去年有所提高，也就是说，今年我省考生
上本科的机会更大。

据了解，今年 4 月初，省教育厅主动
向全国 211 工程等重点高校发函，积极争
取更多优质高校招生计划和科学安排招
生专业。此外，我省统筹安排海南大学与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联合创办国际旅游学
院、新建的海南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和三亚
中瑞酒店管理职业学院等三所院校招生
计划，确保 3 所院校顺利招生。

另据了解，为了更好地指导考生填报
志愿，省考试局已完成了近 3 年各高校在
我省招生《录取数据统计》的编辑及印制，
并向考生印发。目前，该局根据教育部下
达的各高校招生计划，抓紧汇总编辑《填
报志愿指南》，预计将于 6 月中旬以专刊
形式向考生公布今年全国在我省招生的
学校和专业，请考生和家长认真关注省考
试局相关信息的发布。

市考试中心有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规
定，今年高考全国统考科目成绩以单科标
准分和综合标准分的形式公布。基础会
考各科考试成绩不进行标准分数转换，按
各科卷面成绩之和的 10%公布。体育、艺
术类的专业考试成绩以考生的实际获得
分数公布。高考成绩公布后，考生可凭

《报考卡》登录省考试局网站查询本人的
成绩，并认真做好填报志愿的准备。

本报讯（记者 陈人波 周才源）6 月
11 日，记者从省教育厅获悉，为做好 2017
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中学高中毕业生政
治考核工作，省考试局昨日发布了相关通
知称，有意向报考军队（武警）院校，年龄
不低于 17 周岁、不超过 20 周岁（截止 2017
年 8 月 31 日）的高中应、往届毕业生，均可
参加政治考核。6 月 18 日前，符合参加政
治考核基本条件的考生领取《政治考核
表》，填写个人信息并报当地县（市、区）
人武部。未按时上报的，后果由考生本人
负责。

据悉，军队院校的面试和军检工作由
省军区负责，时间为 7 月 2 日至 3 日，省军
区将通过省考试局网站向考生公布面试
和体检工作的地点、日程安排等信息，面
试工作全权由军区负责组织和管理，省考
试局负责提供面试考生名单，并协同省军
区对考生提出的异议进行复议。省军区
纪检部门将对军检及招生工作实施全程
监督。

省考试局特别提醒：志愿报考军队院
校的考生，要在 6 月 18 日前，从省考试局
网站下载打印或到高考报名地市县人民
武装部领取《政治考核表》，做好政治考
核。政治考核结论分为合格和不合格，考
核结论由县级人武部通知所在中学或考
生本人。政治考核结论不合格的考生，不
能参加军队和武警院校的投档录取。

获取更多考试资讯，请访问海南省考
试局（http：//ea.hainan.gov.cn）

全国共有1246所高校
今年在琼招生
我省考生上本科机会更大

6月18日前
报考军校要做好政治考核

本报讯（记者 陈人波）6 月 9 日，记者
从市中招办了解到，今年中考于 6 月 25 至
27 日举行，各项考务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
进行中。

根据规定，开考 30 分钟后（其中英语
听力开考前 5 分钟）不准进入考场。英语
听力考试结束后，迟到不超过 30 分钟的考
生，可进入考场参加笔试。考试结束前 30
分钟（合场分卷考试为第二科考试结束前
15 分钟）方可交卷出场。交卷出场后不得
再进入考场，也不准在考场附近逗留。

合场分卷考试的两个学科，中间间隔
15 分钟，第一科考试结束后，考生不准离
开坐位，等待第二科考试。

市中招办提醒我市考生，考试过程严
禁任何作弊行为。不准交头接耳、左顾右
盼，不准夹带、偷看、抄袭或有意让他人抄
袭，不准传抄答案或交换试卷、答题卡。
考生提问，应先举手，得到允许后，可询问
有关试卷字迹不清、卷面缺损、污染等问
题。涉及试卷内容的疑问，不得向监考员
询问。

特别要注意的是，考试结束信号发出
后考生须立即停止答题，将答题卡、试卷
按页码顺序整理 好放在桌上。监考员收
完答题卡、试卷并验收无误后，考生方可
依次退出考场。不准带走试卷、答题卡、
草稿纸。

英语听力开考前5分钟
禁止进入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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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体验钻木取火的乐趣。

古韵悠长的崖州民歌

跳起欢快的打柴舞。

古老的制陶技艺

喜庆的回族传统婚礼 本报记者 陈文 摄

6 月 10 日是全国首个“文化和自然
遗产日”。当天，三亚“非遗”主场活动
在市群艺馆举办，崖州民歌、黎族打柴
舞、黎族纺染织绣技艺等 10 项三亚“非
遗”代表性传承人现场展示展演，吸引
了数百名市民游客参观体验。

“这是我们‘非遗’人的节日，太高
兴了！”崖州民歌代表性传承人麦宜斌
与其他传承人握手言欢，穿着格外讲究
的他以一身素雅的黎族服饰迎接这个
特别的日子。他和另一位传承人陈桂
銮合唱崖州民歌，古老悠扬的崖州乐在
他们的口中传承不息。甚至，他们创新
了崖州民歌，带领一支乡村合唱团，给崖
州民歌配乐，将崖州民歌传播得更远。
大家虽然听不懂方言，但都知道，这是三
亚的文化的根，便不自觉跟着哼唱。

黄家近是来自崖州区郎典村的黎
族打柴舞传承人，也是三亚唯一的国家
级“非遗”传承人。虽然年事已老的他
跳不了打柴舞了，但他带领的徒弟黄其
华、黄乐强代其展示了古老而神秘的舞
蹈。他们在铿锵有力的节奏下，翩翩起
舞。市民游客争相观看，纷纷高举手机
拍照留念，大伙欢乐着、鼓掌着、尖叫着
……现场一片欢乐的海洋。

在现场，传承人李儒泉、李学清展
示万年前落笔洞的钻木取火技艺引来
众人观看。当木槽在人为激烈的挤压
下冒出烟雾，再用干草点燃，大家被先

人的聪明智慧所折服，纷纷报以热烈鼓
掌。同为黎族同胞的副市长许振凌走
上前去，和跃跃欲试的小朋友合作，体
验了一把钻木取火的乐趣。

在二楼的展厅，黎锦、黎陶同样吸引
了众多市民游客围观。来自育才中学的
学生席地而坐，在传承人黄丽琼的指导
下，操作手中的工具，只见针线纷飞，不
一会儿，织就出美丽的黎锦。初识的市
民游客半蹲在他们面前，看他们在经纬
线上来回摆弄，虽不知方法，但深为叹
服。另一边，黎族原始制陶技艺代表性
传承人符日兰正在和同胞一起制作黎
陶，围观的市民游客饶有兴趣地加入到
制陶的行列中……

苗族的同胞也不示弱。盛装打扮的
苗族男女青年为大家带来了育才深山的
苗族盘皇舞，传承人马永光和弟弟马永珍
是跳舞的好手，年轻时曾以舞蹈博得同胞
的热爱。如今，在他们的带领下，藏于深
山的民族舞蹈越来越为人们所了解。

许振凌有感而发：“非遗”文化是各
族人民在漫长的生产生活实践中积累
下的智慧，要保护、传承好“非遗”文化，
关爱老一辈“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同时
努力培养新一代“非遗”传承人，让更多
年轻人认识“非遗”、热爱“非遗”，从而
让“非遗”的文化基因焕发出文化自信，
增强三亚文化软实力。

关注首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